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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議程 

一、 日期：108 年 9 月 12 日(四) 

二、 時間：中午 12：30 

三、 地點：本校圖書館 

四、 主席：方校長保社 

五、 記錄：文書組 林組長玲秋 

六、 出列席人員：全體教職員工 

七、 主席致詞： 

八、 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九、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高中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修正草案)(附件一，P.5)，提請議決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明：配合教育部 108 年 6 月 1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57314B 號令頒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

評量辦法」修正本校補充規定。已於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高中部教學研究會蒐集意見並於

108 年 9 月 9 日高中部教師會議討論提出修正建議。 

決議： 

 

十、 臨時動議 

十一、 主席結論 

十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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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工作報告 

教務主任 

一、基隆市108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推動計畫 

 每學年至少公開授課一次，並以校內教師觀課為原則；公開授課應包含授課前準備會談、教學觀

察及授課後回饋會談三部份，並作成紀錄，於公開授課後二週內送至各校教務處留存。敬請同仁

配合辦理。 

二、基隆市教育處預定於11/9(六)14:00-16:30假海洋廣場進行學校特色博覽會，本校可擺1~2攤，為彰

顯學校特色，歡迎同仁提供相關建議及熱情參與，共同營造學校特色。 

三、高國三晚自習分別於9月9日及9月16日開始實施，非常感謝同仁犧牲休息時間為學校及學生的付

出，也希望同仁能踴躍參加，每位同仁多付出一點心力，便能累積更多的能量。 

四、預計9月25日(三)上午本校高一部分學生(約103位)將前往八斗高中參加本市就近入學頒獎典禮，

獲獎人數為本市高中之冠，感謝同仁的付出以及家長學生對本校的肯定。 

學務處工作報告 

生輔組 

一、 請各班導師協助將特定人員名單完成後擲回本組彙整，謝謝老師。 

二、 9/20(五)9 時 21 分為本年度國家防災日防震演練時間，本組預劃 9/16(一)及 9/19(四)配合升旗實

施相關勤前教育與疏散預演，屆時請全校各班均參加升旗。（後續將考量天氣變化，可能會提前

舉行會再提前報告） 

三、 上學期修訂請假規定已於上學期期末校務會議時通過施行，學生假卡背面請假規則亦已更  新

請導師協助宣導並請後續有請假同學領用新假卡完成請假手續。 

四、 個人資料表還沒完成的班級協請導師再督促一下完成後請擲回本組，謝謝老師。 

五、 【特別提醒】9 月 20 日為本年度國家防災日之演練日，當日 9 時 21 分本校將會依警報實 

  施防災演練，屆時請各位師長一同參與演練。 

 

衛生組 

一、 教室及外掃區的掃具已在上周發放完畢，日後各班若有掃具損壞需要補發時，請導師派員將損

壞的掃具在中午 12：35 前，拿到資源回收場以物換物。此外，因學校經費有限，請導師協助教

導學生愛物惜物的觀念及行為，以延長掃具的使用壽命。 

二、 傾倒一般垃圾及資源回收皆有固定時段，若有逾時或非該項資源回收時段，當天將無法傾倒垃

圾。一般垃圾及回收傾倒的時間，已在本周二請區域衛生公告在各班公佈欄。 

三、 暑假未返校打掃的人員名單已在上周發放並簽名確認完畢，請導師協助提醒這些同學在規定時

段內，早點向衛生組登記補打掃時段，若未在 10/4（五）前補打掃完畢，將依校規處理。 

四、 感謝林佳蓁老師、洪誓鴻老師、黃聖芬老師、黃乃文老師、黃志皓老師、林俊傑老師提供環保

義工名單，衛生組已將義工執勤表發送至班上，以方便導師管理出席人數。 

五、 102、205、502 及 602 班參加環境知識競賽的同學，將在 9/21（六）由負責老師統一帶隊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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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大學進行比賽，代表學校出賽的同學將依校規記嘉獎一次。 

六、 9/24（二）第三節國二女生將施打 HPV II，施打疫苗的詳細時間將另行公告。 

輔導處工作報告 

一、輔導處於 9 月 10 日（二）第三節辦理國二性教育講座，由衛生局主講，感謝參與的國二班級和

導師的協助。 

二、9 月 10 日（二）中午午休舉行舊生認輔會議，謝謝相關個案的導師與會，提供個案目前情形，

有助於專輔教師更進一步的聯繫和處理。 

三、輔導處於 9 月 19 日（四）下午 13:30 分至 17:00 借本校圖書館，辦理基隆市國中小中輟通報上線

研習。 

四、9 月 21 日（六）上午辦理全校家長日，本週會發放家長日邀請通知，煩請各班導師協助統計回

收邀請函的回條。 

五、輔導處預計於 9/19（四）起辦理得勝者課程，感謝國一二各班輔導活動任課老師的協助。 

六、提醒各班導師若班上有個案情況嚴重者，進行二級轉介（輔導處）前須檢附初級輔導紀錄（B 卡

或另行謄寫輔導紀錄皆可），可於轉介前後補上資料，以健全三級輔導制度之推行，並填寫轉介單。 

七、位於本市大武崙工業區的「創為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本校「清寒學生助學計畫」，相

關資料如附件二，請導師為班上清寒學生提出申請，申請至 9 月 26 日(週四)輔導處截止收件，9 月

27 日(週五)必須送件至該公司，請導師務必把握申請時效。若班上清寒學生已申請教育儲蓄專戶之

補助，亦可提出申請，俟此筆經費入帳後，輔導處會將學生重複補助之項目歸還給教育儲蓄戶。 

    

附件一：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高中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29 日校務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108 年○月○日校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本補充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依教育部 108 年 6 月 1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57314B 號 

    令頒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條訂定之，並自一百零 

    八學年度起適用。本校學生成績之評量，除依本法之規定外，悉依本規定辦理。 

第二條 學生學習評量分學業成績評量及德行評量： 

學業成績評量以一百分為滿分並以整數評定之，依入學管道之身分別，學生學期學業成績及格(補

考)基準規定如下： 

身分別 
學期學業成績及格(補考)基準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一般學生 60(40) 60(40) 

60(40) 

原住民學生 

40(30) 50(40) 

重大災害地區學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

女、退伍軍人、僑生、蒙藏學生、外國學生、

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基於人道考量、

國際援助或其他特殊身分經專案核定安置之

學生 

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良學生甄審及保 50(40) 6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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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評量依學生行為事實綜合評量，不評定分數及等第。 

第三條 學業成績評量之方式應參照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異，依學科及活動性質，兼顧認知、技能

及情意等教學目標，採多元評量方式，並於日常及定期為之： 

一、定期評量舉行次數：以每學期舉行一至三次為原則，本校每學期初由各領域召開會議明定評

量次數若有特殊情況，應由教學研究會提交學生學習評量成績審查委員會核准後更動實施。 

二、成績占分比率：學業成績之日常評量及定期評量百分比，於每學期初，由各科教學研究會依

學科教學目標議決，並報由教務處登錄成績系統。學期總平均成績以整數（小數點後第一位

四捨五入）方式計算並登錄。 

三、上述二款資料由教務處彙整且經領域確認後逕行公告周知，並由任課教師於學期初向班級學

生說明成績評量配比原則。 

四、成績複查：學生對於各項考試成績如有疑義，應於成績公佈後一週內向試務組申請複查。 

第四條 學期成績不及格之科目應予補考，以一次為限，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補考時間：除第三學年第二學期應在畢業典禮前辦理外，第一學期應在二月底前、第二 

    學期應在七月底前公告辦理。 

二、補考缺考者以自動放棄論，不得要求另行補考。 

三、補考及格則授予學分，並依不同身分別及格標準分數登錄；補考不及格者，該科目不授 

    予學分，其學期成績就原學期成績或補考成績擇優登錄。 

第五條 學生於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各學期成績未達及格基準，已修習者， 

    得申請重修；未修習者，得申請補修。其相關規定依本校訂定之重補修暨自學輔導實施要點 

    辦理。 

第六條 學生無法如期參加定期評量之補行考試請假規定及成績評量辦理方式如下： 

一、學生因公、直系血親尊親屬喪亡、重病傷殘或因不可抗力之偶發事件而無法參加各項評 

    量者，經其本人或法定監護人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報請學校核准者，得於學生銷假返校隔 

    日舉行補考一次，其補考成績依實得分數登錄。 

二、無故缺考或未經准假缺考者，其缺考科目之成績均以零分登錄。 

三、請假報經學校核准者，仍需向教務處試務組提出補行評量申請，登記後始准予補考。 

第七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展能，凡符合代表國家參加國際競賽其賽程及集訓與定期測驗衝突者，

由業務單位提送學生學習評量成績審查委員會審議成績計算方式。 

第八條 學生除因公假、病假、婚假、產前假、娩假、陪產假、流產假、育嬰假、生理假、喪假或因 

    特殊事故經學校核准給假外，其曠課及事假之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 

    者，不予定期評量及補考，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 

        但若學生因其家庭發生重大變故所請事假而缺課之節數，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通過後，得 

        不納入計算。 

第九條  學生各學年度上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得 

送入學辦法規定入學之學生 

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輔導

辦法規定入學之學生 
40(30) 50(40) 

身心障礙學生 
依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個

別化教育計畫之評量方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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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學生學習評量成績審查委員會輔導其於下學期申請減修學分；其減修及補修之相關規定如 

        下： 

一、 學生學習評量成績審查委員會由校長、各處室主任、該生導師及任課教師、高中部

輔導教師組成，於下學期開學前之第一次校務會議後召開，以審查並決議學生應減修

之科目。 

二、 學生於核可減修科目之上課時間採隨班附讀方式學習，但該科目不予成績考查；隨

班附讀之德行評量比照一般學生辦理。 

三、 學生申請減修後，必須於五年內完成補修，補修科目之辦理依據本校重補修暨自學

輔導實施要點辦理。 

第十條 學生重讀時欲申請部份科目免修者，辦理方式如下： 

一、重讀學生應於開學前一週主動提出免修申請並完成手續，已修習及格之科目申請免修 

    後，於免修科目上課時間採隨班附讀方式學習，但該科目不予成績考查。 

二、隨班附讀之德行評量比照一般學生辦理。 

第十一條 新生、轉學生入學前及休學學生復學前，已修習及格科目於入學後之免修申請，其相關 

        規定如下： 

一、持國中畢業證書之高一新生，入學前於他校已修習之學分及成績不予採計。 

二、轉學生及復學生有關科目學分之抵免、成績採計，應於轉學註冊或復學時一併申請， 

    並由本校學生學習評量成績審查委員會審查評定。 

第十二條 凡符合資賦優異學生認定標準之學生，得由導師推薦後由本校輔導處專案輔導鑑定免修 

      學科。 

第十三條  學生應符合下列條件，始可取得畢業證書： 

一、修業期滿並符合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訂定之畢業條件。 

二、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學生依教育部所定課程規定修業期滿，成績考查不符合畢業規定但已修畢一百二十個畢業

應修學分數者，得由學生主動申請或學校核發修業證明書。修業證明書一經核發，學生不

得要求返校重修、補修、延修或改發畢業證書。未符合核發修業證明書條件之學生，由學

校核發成績單。 

第十四條  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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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安樂高級中學高中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補充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訂後條文 原條文 修正原因 

第一條 本補充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依教育部 108 年 6 月 18 日臺教授國部字

第 1080057314B 號令頒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三十條訂定之，並自一百零八學年度起適用。本校學生成績之評量，

除依本法之規定外，悉依本規定辦理。 

 

第一條 本補充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依教育

部 103 年 1 月 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20127904A 號令頒定「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學習評量辦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

七條訂定之，並自一百零三學年度起入學

之學生適用。本校學生成績之評量，除依

本法之規定外，悉依本規定辦理。 

 

更新法源依據。 

第二條 學生學習評量分學業成績評量及德行評量： 

一、 學業成績評量以一百分為滿分並以整數評定之，依入學管道之身分

別，學生學期學業成績及格(補考)基準規定如下： 

身分別 
學期學業成績及格(補考)基準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一般學生 60(40) 60(40) 

60(40) 

原住民學生 

40(30) 50(40) 

重大災害地區學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

女、退伍軍人、僑生、蒙藏學生、外國學生、

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基於人道考量、

國際援助或其他特殊身分經專案核定安置之

學生 

依中等以上學校技藝技能優良學生甄審及保

送入學辦法規定入學之學生 
50(40) 60(40) 

第二條  學生學習評量分德行評量及學業成績

評量： 

一、德行評量依行為事實綜合評量，不評

定分數及等第。 

二、學業成績評量以一百分為滿分並以整

數評定之，各身分別學生學期學業成

績及格(補考)基準規定如下： 

(和左表相同) 

1.依法源調整

德行評量及學

業成績評量前

後位置。 

2.增加學業成

績評量...依入

學管道之身分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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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行評量依學生行為事實綜合評量，不評定分數及等第。 

依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良學生升學輔導

辦法規定入學之學生 
40(30) 50(40) 

身心障礙學生 
依特殊教育法第二十八條所定個

別化教育計畫之評量方式定之。 

第三條 學業成績評量之方式應參照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異，依學科及活動性

質，兼顧認知、技能及情意等教學目標，採多元評量方式，並於日常及定期為之： 

一、 定期評量舉行次數：以每學期舉行一至三次為原則，本校每學期初

由各領域召開會議明定評量次數若有特殊情況，應由教學研究會提交

學生學習評量成績審查委員會核准後更動實施。 

二、 成績占分比率：學業成績之日常評量及定期評量百分比，於每學期

初，由各科教學研究會依學科教學目標議決，並報由教務處登錄成績

系統。學期總平均成績以整數（小數點後第一位四捨五入）方式計算

並登錄。 

三、 上述二款資料由教務處彙整且經領域確認後逕行公告周知，並由任

課教師於學期初向班級學生說明成績評量配比原則。 

四、 成績複查：學生對於各項考試成績如有疑義，應於成績公佈後一週

內向試務組申請複查。 

 

第三條 學業成績評量之方式應參照學生身心

發展與個別差異，依學科及活動性質，兼

顧認知、技能及情意等教學目標，採多元

評量方式，並於日常及定期為之： 

一、 定期評量舉行次數：以每學期舉

行一至三次為原則，本校每學期初由

各領域召開會議明定評量次數。 

二、 成績占分比率：學業成績之日常

評量及定期評量百分比，於每學期

初，由各科教學研究會依學科教學目

標議決，並報由教務處登錄成績系

統。學期總平均成績以整數（小數點

後第一位四捨五入）方式計算並登錄。 

三、 成績複查：學生對於各項考試成

績如有疑義，應於成績公佈後一週內

向試務組申請複查。 

由教學研究會

明訂評量次數

之占分比例。 

第五條 學生於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條規定之修業期限內，各學期成績未達 

    及格基準，已修習者，得申請重修；未修習者，得申請補修。其相關規 

    定依本校訂定之重補修暨自學輔導實施要點辦理。 

 

第五條 學生於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條規

定之修業期限內，各學期未取得學分之科

目，已修習者，得申請重修；未修習者，

得申請補修。其相關規定依本校訂定之重

補修暨自學輔導實施要點辦理。 

修正各學期未

取得學分之科

目為各學期成

績未達及格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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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學生無法如期參加定期評量之補行考試請假規定及成績評量辦理方式

如下： 

一、學生因公、直系血親尊親屬喪亡、重病傷殘或因不可抗力之偶發事件

而無法參加各項評量者，經其本人或法定監護人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報

請學校核准者，得於學生銷假返校隔日舉行補考一次，其補考成績依

實得分數登錄。 

二、無故缺考或未經准假缺考者，其缺考科目之成績均以零分登錄。 

三、請假報經學校核准者，仍需向教務處試務組提出補行評量申請，登記

後始准予補考。 

第六條 學生無法如期參加定期評量之補行考

試請假規定及成績評量辦理方式如下： 

一、學生因公、直系血親尊親屬喪亡、

重病傷殘或因不可抗力之偶發事件

而無法參加各項評量者，經其本人

或法定監護人檢具有關證明文件報

請學校核准者，得於學生銷假返校

隔日舉行補考一次，其補考成績依

實得分數登錄。 

二、非前項所規定之原因而經請假核准

有案者，必須參加補考，其補考成

績未達及格者，依實得分數登錄；

補考成績達及格標準者，以及格成

績登錄。 

三、無故缺考或未經准假缺考者，其缺

考科目之成績均以零分登錄。 

1.依基隆市立

安樂高級中學

學生請假規則

(108.06.28修

訂版)調整修

正。 

2.增加三、請假

報經學校核准

者，仍需向教務

處試務組提出

補 行 評 量 申

請，登記後始准

予補考。 

第七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積極展能，凡符合代表國家參加國際競賽其賽程及集訓

與定期測驗衝突者，由業務單位提送學生學習評量成績審查委員會審議

成績計算方式。 

 國賽選手彈性

調整成績。 

第八條  學生除因公假、病假、婚假、產前假、娩假、陪產假、流產假、育嬰 

        假、生理假、喪假或因特殊事故經學校核准給假外，其曠課及事假之 

        缺課節數達該科目全學期教學總節數三分之一者，不予定期評量及補 

        考，該科目學期學業成績以零分計算。但若學生因其家庭發生重大變 

        故所請事假而缺課之節數，經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通過後，得不納入          

        計算。 

 請假及考試相

關規範調整 

第九條 學生各學年度上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總學  

    分數二分之一者，得由學生學習評量成績審查委員會輔導其於下學期申 

第七條 學生各學年度上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

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總學分數二

原第七條加入

上述二條後，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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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減修學分；其減修及補修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 學生學習評量成績審查委員會由校長、各處室主任、該生導師

及任課教師、高中部輔導教師組成，於下學期開學前之第一次校務

會議後召開，以審查並決議學生應減修之科目。 

二、 學生於核可減修科目之上課時間採隨班附讀方式學習，但該科

目不予成績考查；隨班附讀之德行評量比照一般學生辦理。 

三、 學生申請減修後，必須於五年內完成補修，補修科目之辦理依

據本校重補修暨自學輔導實施要點辦理。 

 

分之一者，得由學生學習評量成績審查委

員會輔導其於下學期申請減修學分；其減

修及補修之相關規定如下： 

一、 學生學習評量成績審查委員會由

校長、各處室主任、該生導師及任課

教師、高中部輔導教師組成，於下學

期開學前之第一次校務會議後召開，

以審查並決議學生應減修之科目。 

二、 學生於核可減修科目之上課時間

採隨班附讀方式學習，但該科目不予

成績考查；隨班附讀之德行評量比照

一般學生辦理。 

三、 學生申請減修後，必須於五年內

完成補修，補修科目之辦理依據本校

重補修暨自學輔導實施要點辦理。 

 

次修正為第九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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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創為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本校「清寒學生助學計畫」 

 


